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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屆 「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結案報告書 

 

社福 

團體資料 

 

 團體名稱：社團法人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 

 電話：06-2350235 

 地址：台南市東區裕農路 308號 8樓之 3 

 專案聯絡人：黃郁琪 

台新 

輔導志工 

 姓名： 無 

獲贈 

公益基金 

新台幣    25   萬元 

提案內容 

（請依據當初

報名內容填寫

即可） 

 提案名稱：癲起腳尖愛 

 

 提案目標： 

A. 癇青年成長營： 

提昇癲癇青年朋友同儕的支持互動和自我認同，增進正當休閒活動之參與和正向

社會互動經驗的累積，獲得更積極的人生觀、自我成長。 

B. 舞出自我 : 

利用舞蹈演出建立自信、增加病友成就感、面對挫折忍受力及身心靈的幫助，給

他們舞台展現自我，期許癲癇朋友能出門與他人互動，與社會多多交流相處。 

 

 提案內容： 

A.癲癇青年成長營： 

透過輕旅行營造輕鬆自然的學習環境，以「人際關係、親子衝突、親密關係的建

立」這三項困擾癲癇青年朋友的議題為主軸。藉由講師的帶領，使癲癇青年朋友

在學習中成長。 

B.舞出自我 : 

感謝第九屆『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支持活動『亮出自己，舞動生命—閃亮

亮舞蹈團訓練計畫』活動成果，本次將延續過往精神、並複製成功經驗。 

→透過舞蹈訓練提供癲癇朋友安全休閒選擇，並在團體活動中透過同儕的支持互

動、自我認同，獲得更正向積極的人生觀。 

→藉由公開演出，提供癲癇朋友努力的目標，並可提供機會使大眾更加認識癲癇。 

 執行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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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完成進度區間 預計完成內容 

2021-01~2021-03 癲癇青年成長營活動辦理 

2021-01-01~2021-8-31 舞出自我-舞蹈訓練 活動辦理 

 

 執行費用規劃： 

預計使用規劃 預計費用 

舞蹈活動紀錄片拍攝錄製一支 6560 元 6,560 

舞蹈練習場地租借費次 10*450 元 4,500 

舞出自我－治裝(購買或租借)和道具費 800*15 人*2 次 24,000 

舞出自我－講師鐘點費 2000*3 小時*18 堂 108,000 

癲癇青年成長營-交通接駁車 2 趟*13,000 元 26,000 

癲癇青年成長營-膳食費 23 人*6 餐*110 元 15,180 

癲癇青年成長營-講師費 12 小時*1600 元 19,200 

癲癇青年成長營-場地租借費 3 時段*4000 元 12,000 

癲癇青年成長營-住宿費(6 間 4 人房，含工作人員) 2 晚*6 間

*2880 元 
34,560 

舞出自我-雜支一式 5000 元(自籌款) 5,000 

舞出自我－演出保險費 50 元*15 人*2 次(自籌款) 1,500 

癲癇青年成長營－生態導覽 240 元*23 人(自籌款) 5,520 

癲癇青年成長營－人文體驗活動，門票 350 元*23 人(自籌款) 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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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癇青年成長營－生態體驗活動，門票 200 元*23 人(自籌款) 4,600 

癲癇青年成長營－講師交通費 1000元*2趟(來回)*3位(自籌款) 6,000 

癲癇青年成長營-雜支一式 5000 元(自籌款) 5,000 

癲癇青年成長營-團體保險費 23 人(含工作人員)*100 元(自籌

款) 
2,300 

總計：287,970 

 

提案 

執行報告 

 公益基金經費核銷表： 

公益基金經費核銷表 

序 項目 

單

據

編

號 

內容 小計 合計 
備註 

(其他相關

補充說明) 

1 
癲癇青年成長營-

住宿費 
1 

57600(二夜、二大

房)+2860(一夜、單

人) 

57,600 57,600  

2 
癲癇青年成長營-

講師費 
2 

洪菁惠助理教授  

24*2000=48000 
48000 48000  

3 
癲癇青年成長營-

膳食費 
3 11363 11363 11363  

4 
癲癇青年成長營-

場地租借費 
4 9700 9700 9700  

5 
活動紀錄片拍攝

錄製 
5 

成長營活動紀錄片

拍攝錄製 
10000 10000  

6 
舞出自我－講師

鐘點費 
6 2000*3 小時*18 堂 108,000 108,000  

7 

舞出自我－治裝

(購買或租借)和道

具費 

7  18,150 1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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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舞蹈練習場地租

借費 
8 

250 元*3 小時*11

次=8250 
8,250 8,250  

 總計 250000 250000  

 提案成果 

A. 癲癇青年成長營： 

(一)、執行時間：2021 年 9 月 18 日至 20 日 

(二)、執行內容：  

在三天兩夜的活動中，利用思考深度探索自我人生、如何正向支持，藉由小組討論、

分享自身觀點與經驗讓學員有更深刻的印象，並學習怎麼使用正向語句回饋他人。 

(三)、執行中的發現： 

學員來到成長營後發現大家都和自己經歷大致相同，就會更勇敢的表達內心層面的

自己，學員談吐之間能夠給予肯定。 

(四)、執行困難及其因應： 

 課程時間較長，行程緊湊，部分學員體力負荷較大。 

→活動當下，依參與成員生理狀況進行立即的調整。未來辦理類似活動，將

活動間隔、休息時間拉長，以避免類似情況發生。 

 到活動現場才發現文具準備不足。 

→有許多文具是所有活動通用的，往後應事先盤備齊全，並製作明細檢視。 

 (五)、實際服務量： 

 實際服務人數：14 人 

 課程時間：共 27.5 小時 

參與者回饋： 

A. 我敞開了新的開始，我們大家一起努力。(男，教會義工) 

B. 成長營超讚，好喜歡和所有人互動。回來和媽媽聊好多，之前她不贊成我繼

續讀書。不過我跟她說，先一邊在工廠工作同時控制病情把病情調整好，幾

乎完全沒有再發作再去讀書。媽媽覺得我有這樣想法的改變，成長營很棒！

(男，業務員) 

C. 這次成長營的成員我幾乎原先都不認識，謝謝你們這三天來敞開的分享，無

論是口述內容或是非語言表達，我從中看到自己的特質、自己還需要加強的

部分，你們身上都有著我需要學習的優點。也學習如何開始帶有意識度過生

活的，找到屬於我自己的熱情所在，堅持的向自己的道路邁進。願大家將來

能夠成為連自己都感到佩服的人！(男，寵物行銷) 

D. 提到課程內容，這次洪老師傳達的正向思考、反應、原石概念，以及蔡醫師

提到的"階段性任務&目標"等之類的想法，這些東西不少是我沒想過的，我雖

然遲鈍，但仍有所得，然後，這三天可以認識不同的新朋友，以及過去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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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營認識的老朋友碰頭，也算是很不錯的體驗，畢竟這半年來疫情肆虐，也

一段時間沒這樣和人接觸了。(男，模具設計員) 

E. 在課程中，雖然覺得很累很不想動腦思考，但我卻很興奮，成長營帶給我的

感覺就像自己的大學生活一樣，所以在結束的時候心裡其實很不捨，很不想

結束，我不敢說自己在成長營有學到或得到什麼，但我確實有讓自己的心靈

放鬆下來。(男，電腦工程師) 

F. 今天看到筆記本裡面的大家寫的回饋真的非常感動，老師說的那位流眼淚的

其實不是阿晉⋯是我…(女，法院助理) 

G. 把大多數人給我的回饋完整的看完後，覺得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多太多。我

最感收穫的是，一些原先不具備但經過自己有意或無意練習的行為，可以讓

對方有良好的感受，甚至促使雙方有更正面及更多的互動，也是我在成長營

得到很的正面印證。這次成長營的成員我幾乎原先都不認識，謝謝你們這三

天來敞開的分享，無論是口述內容或是非語言表達，我從中看到自己的特質、

自己還需要加強的部分，你們身上都有著我需要學習的優點。比較可惜的是

我沒能來得及得到所有夥伴的留言。不過沒關係，我相信不遠的未來我們會

再相聚的。謝謝老師以及協會的工作人員們，你們用心舉辦的成長營，讓我

在中秋佳節充飽電，學習靜心觀察日常生活，有了繼續上路的燃料（而不是

吃很多的月餅作為燃料），也學習如何開始帶有意識度過生活的，找到屬於我

自己的熱情所在，堅持的向自己的道路邁進。願大家將來能夠成為連自己都

感到佩服的人！(男，國貿助理) 

H. 新竹人來台南參加成長營的熱血：我是一位新竹的癲癇患者，以前是一位因

癲癇而極度驕縱的學生，到現在變成一位認為人生就是不斷學習且有正面信

仰的社會人士。在 2021 年 8 月初時，我收到一則台南癲癇之友協會辦的「癲

癇青年成長營」(以下稱成長營)，我的直覺告訴我：要參與！ 

遇見成長營的大家，給我的感受像是一面鏡子~一面學生時期的鏡子，我看著

大家就像看到以前還是學生的我。 

我看到了以前因癲癇而傲嬌、放縱、迷茫、憤怒、孤單、寂寞、掙扎、無奈、

恐懼、失落與絕望的自己。正因為我看到的這些，第一天的晚上，我就有一

股熱血，我有好多好多的話想告訴大家，總歸一句：「不要放棄自己！」 

我們有癲癇，但我們不是植物人，我們還是有能力，可以為社會奉獻自己的

力量，可以工作，可以賺錢，可以有人生目標而活得精彩。也因為有癲癇，

我們對事物的想法就會比別人多穩重，不會只想到自己也會想到別人。正因

為如此，我很佩服來參加成長營的人，因為這就代表你們不是笨蛋，你們是

有想法的人，「你們沒有放棄自己」。 

我很感謝我在台北榮總的主治醫師，關尚勇醫師。沒有他的鼓勵，我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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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特地來台南，關醫師跟我說：「蔡醫師是一位個性頑強的人，但也因為他

的頑強，會帶動很多患者深思不同的面向，去參加你一定會有收穫的。」果

然，蔡醫師在這三天成長營的討論課程下，大家從一個負能量極強的團體，

轉而開始考慮重獲人生目標，這就是內心有光了。謹遵蔡醫師給大家的教誨：

「你要去想~~~」 

參加成長營我最感動還是洪老師帶領同組伙伴走出內心壓力的第一步，我前

兩天都跟一位同組伙伴溝通，但她一直不想表達內心的想法，直到洪老師第

三天的帶領下，她開始有目標而且「說出來」...我哭了！我很是感動，這讓我

的一直以來深信的觀點更加堅定：「不要怕表達，就怕不表達。」世上人多種，

但絕對沒有不表達的人。如果不表達，就是沒生命。我想告訴她：「妳很聰明，

妳絕對有自己的人生規劃，不要害怕，我們都會支持妳的！」 

人都會因為病症而低估自己，大多數的患者也因為癲癇，對自己能力沒信心

而自卑。但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了目標，你做了多少？有重新為自己做了規

劃嗎？你真的做得比別人多嗎？如果沒有的話，那你是不是就便宜了那些不

怎麼努力的人呢？雖然社會諸事不公平，但有努力絕對會有回報的。(尋找或

創造機會→把握機會→成就機會) 

天下之大，絕對不會沒有自己的舞台。 

勇敢說出來吧！只要說出來，不管對錯，下面的觀眾絕對會為你鼓掌！ 

活動紀錄片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kBHjOJAjDI25y_gf4vSRN-IE7NVcogk 

活動精簡照片：如下所附 

B. 舞出自我： 

(一) 執行時間：2021 年 2 月 21 日-11 月 29 日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kBHjOJAjDI25y_gf4vSRN-IE7NVco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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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內容： 

由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吳幸芳主任與王道平教授共同擔任舞蹈編排與教

學、訓練，完成聖誕奇蹟，以及四季-春接近完成，共兩首，提升癲癇朋友成就

感及提供身心靈上的幫助，利用舞蹈培養出自信。 

(三) 執行中的發現： 

(1)5 月因全球再次爆發武漢肺炎疫情，政府提高疫情警戒為第三級，嚴格限制

集會條件，因此舞團 5 月中暫停練習，直到 10 月重啟，舞蹈練習進度因此

受到很大影響。停頓四個多月，團員們的身體記憶消失，老師再花費一些時

間重新訓練，11 月已恢復原來水準。 

(2)學員間對於學習舞蹈價值觀差異較大，影響團隊學習心態及效果：藉由更換

小隊長，提升士氣與學習風氣。 

(3)人際關係及團隊禮儀訓練，尚待加強。 

(四) 執行困難及其因應： 

(1)申請場地租借費用不足：額外進行募款 

(2)團員出席的交通安全保護不足：洽詢團體保險事宜，提高團員安全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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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人際關係培養，應號召更多癲癇朋友加入舞團：製作招募海報，向各大醫

院神經科醫師說明以協助招募 

(五) 實際服務量：每周日下午 14:00-17:00，於公園里活動中心練習。舞蹈學員原

有 12 位，隨工作轉換及私人事情，目前有 10 位舞者 

參與者回饋 

在這兩年多相處的過程中，夥伴們雖有意見不同或爭執，但說開了就沒事

了，大夥的默契越來越好，非常謝謝協會舉辦這樣的活動，讓我們能由此增加

自信，也謝謝大家第一年給予我副隊長職位，讓我嘗試管理隊員和處理一些事

情，也感謝大家的配合，我知道我還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我會加油的! (茵) 

因為練舞，不斷的重複著練習同樣的舞步，聽著同樣的歌曲，身體的柔軟

度從無到有，我喜歡舞蹈，但我更喜歡有快感的舞蹈，那種會讓人興奮的跟著

節奏唱跳的舞蹈，可以帶動人們快樂的舞蹈，在台上表演成功使我很有成就

感，當我在台上跳錯，我會覺得丟臉，但還是會想繼續跳的更好。(凌) 

我覺得在舞蹈訓練中，我們的默契變得更好，也學習到不同的舞風，武術、

客家、活力……，讓自己認識舞蹈，也增加興趣或才能，喜歡上台表演、增加

舞台經驗，如果有表演機會，我當然會參加。(慈) 

我是舞團的小隊長。這段時間我看到了大家的汗水跟努力，有的人有舞蹈

底子有的人肢體不協調不過這都沒關係，因為看到大家在私下練習的時候都是

互相幫助的，這讓我覺得團隊蠻溫暖的。練舞過程中總會摩擦，但我覺得我這

團隊最大的作用就是協調大家幫大家解決溝通上的障礙，當然也讓我學到很多

處理事情的小訣竅啦。感謝協會跟王老師、吳老師的辛苦，我會繼續努力。(億) 

我一度認為自己運動細胞不好，可能很難達到老師們的要求；但是反而老

師們很看好男生的表現與心態良好，嘗試我們沒碰過的挑戰和艱難，我們的向

心力讓老師願意更投注心力，使舞步、動作呈現出不負眾望的結果。   當然

過程中也沒有那麼順利，時而碰到生活上的私事、感情、家庭...等因素，影響

自己練習時的表現與心不在焉，回想起來真的對不住老師們，好在老師們對我

的態度和期望都是始終如一，相信我能在最後一刻達到他們想看到的成果。(雋) 

舞蹈老師不愧是專業老師，每個舞步及動作都是依照練習進度與每個人的

調性甚至身材一一仔細作調整，就像是疊積木一般似的，一步步構築出整個舞

蹈的樣貌。練習的過程中也不是只有”好累喔”這種感覺，有付出就有收穫，

每次的影片都可以看得出來，大家不只是對於舞步更加熟悉，彼此舞蹈間的默

契也越來越佳，這代表這些練習並非徒勞無功。老師們在練習時的嚴格不是沒

有道理的，一切就是為了”美麗的演出”才會有如此要求，在此要再一次跟老

師們說聲謝謝。這些年來大家一起努力的點點滴滴都會印在我心頭，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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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難得的寶貴經驗，謝謝各位!(仁) 

協會連續兩年用台新銀行「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25 萬元的補助款，幫

我們成立了「閃亮亮舞蹈團」。並特別聘請台南應用科大舞蹈系吳幸芳老師、

王道仁老師編舞及帶領，除了每週日團體舞訓，我們還會額外自組練習、在家

勤加練習，一起相互幫忙、學習、培養團隊默契。舞團已經正式上台表演過

13 次，觀眾從數十人到數百人都有，我們的默契與舞步越來越好、台風也訓

練得越來越穩定。我告訴自己：勤練舞步的精神要保持下去，未來還有表演在

等我們! 想清楚自己學習的動機，並且堅持下去，畢竟努力成果是自己的，別

人無法帶走。(璟) 

癲癇之友協會請來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專業的老師與其學生，訓練我

們跳舞，嘗試開發一般生活裡陌生的領域，謝謝協會，算是開了眼界，第一次

男生自己化妝，了解到台下的辛苦與台上的美好，更認識到那很重要的態度。

『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努力就是日常』，很多看似困難做不到的事，每天做

一些，最後還是可能做得到，就像當初跳完哀叫著全身痠痛，看著第一次錄下

來的練習影片滑稽的想一直笑。很謝謝老師都是用鼓勵的心情幫助我們走過這

個過程，好像只要照著老師教的做，就跳得對、就有勇氣，敢上台了，最後也

真的就上台完整跳完了!只是休息幾個月沒跳，在練習時感覺好像又不見了，真

的是努力就是日常啊!(慶) 

喜歡跟著大家一起跳舞，回家說服父親說，出來跳舞對身體有益健康，也

可以交朋友和互動。一開始我完全跟不上腳步，直到伙伴私底下教我，慢慢的

練習才成功上台表演。能夠和大家一起表演，不單是一件快樂的事，心情不好

時，還可以跟大家分享，總而言之，能認識大家，是最快樂開心的事，也是我

的榮幸！說真的，心情不好的時候，出來跟大家跳舞，可以把壞心情或煩燥的

事全部消化掉。(益) 

參加舞蹈團，還是當作運動為主，學到什麼在於個人。跳舞班請到不錯的

老師指導，專業度不用說，學習上當然有一定程度的吸收，雖然我對民俗舞蹈

真的沒有興趣，反而比較想練男舞呢。舞團除了跳舞，也自行召開討論會，互

相溝通，覺得這點做得還不錯。大家願意提出意見是好事，怎麼溝通最重要。

(之) 

我是最新加入閃亮亮舞團的一員，至於為什麼會進去舞團，則是因為主治

醫生是蔡醫生，是他推薦我進去的，說是多交朋友、多學習東西，對我自己都

有好處沒壞處，雖然我也知道是如此，可是因為我本身是個挺怕麻煩的人，所

以當下雖然沒表現出來，不過心裡覺得很麻煩，但是我還是答應了，只能說，

幸好我有答應，因為自從我進舞團後，剛開始雖然會覺得跟不上或很累很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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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但是團員們都很有耐心的一點一點慢慢教我，這讓我很感激，雖然剛剛加

入不能上場，但有表演時我也會去幫他們加油，除非是真的不能去，而且我們

也常常一起參加，協會舉辦的活動，擁有更多的回憶，之後我將跟他們一起上

台表演！！(美) 

文宣 

 

表演短片連結 

(1)2021/11/27 台南市國際身障日表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IDsBeIOyyvVLtKY11U4CBqhgnDMCDg6/view 

(2)2021/12/18 高雄市超越巔峰關懷協會年會表演、2021/12/26 志工回娘家活

動，舞蹈表演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VeH5VmkZdPRGcO9UhyKhb7jOFVujQjn?usp=sharing 

 效益的量化(必填，如受惠人次) 

 癲癇青年成長營： 

實際受惠人次為 14 人 x3 天=42 人次 

提供活動總時數為 10 小時 x2.7 天=27 小時 

 舞出自我 :  

受惠人次為 12 人 X18 次=216 人次 

活動總時數為 3 小時 x18 次=54 小時 

 

 

請檢附 60%以上之核銷收據正本、尾款 2 成捐款收據或領據(抬頭:財團法人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25689722)及存摺影本，並於 2021/12/30(郵戳為憑)前寄至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18 號 15 樓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IDsBeIOyyvVLtKY11U4CBqhgnDMCDg6/view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VeH5VmkZdPRGcO9UhyKhb7jOFVujQjn?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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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您的一票專案小組收 

 

【附件-核銷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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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癲癇青年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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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亮亮舞蹈班 

2021-11-27 受邀到國際身障日活動表演 

 

2021-12-18 受邀到高雄超越巔峰關懷協會年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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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出自我-閃亮亮舞蹈班練舞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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